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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期待已久的上海七天游终于到来了！！！ 

7 月月月月 13 日日日日，，，，就是首日就是首日就是首日就是首日，，，，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全日都是在前往我们宾馆的道路上全日都是在前往我们宾馆的道路上全日都是在前往我们宾馆的道路上全日都是在前往我们宾馆的道路上。。。。 

             

我们照的第一张集体照就是在香港机场     这是在飞机上照的图，还不错吧，我们偷偷照的！ 



 

机上的 F4，有部份同學第一次搭飛機，表現得雀躍興奮! 

 

 



 鳳翎团  

 

7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吃過風聲的早餐后吃過風聲的早餐后吃過風聲的早餐后吃過風聲的早餐后，，，，我們就要出發前往我們就要出發前往我們就要出發前往我們就要出發前往““““上海科學營開營式上海科學營開營式上海科學營開營式上海科學營開營式””””，，，，地點是在交通大學地點是在交通大學地點是在交通大學地點是在交通大學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

 

大會為我們安排了入住尚好的賓館!） 

（我們的團體照——在酒店吃自助早

餐呢） 

這是我們的賓館大堂﹐很感動! 大會為我們

安排了入住尚好的賓館!） 

我們在同濟大學的飯堂——第一天的晚

餐，很不習慣滴著汗去別晚餐…. 



 

（在同濟大學，看見好大一個板來歡迎我們！） 

   

 

（這是開營式的一些節目，當中還有教授教解量子物理，我們的同學聽後有一連串的討論!） 

 

（開營式——五湖四海的同學相聚一起）

（看我們，好興奮啊！） 

因為行程緊張，大會為我們安排在車上享

用我們的午餐——麥當勞 



   

我們參觀温室  

我們與台灣的學生同枱吃晚餐，有著不同的話題，分享大家不同的文化!

  

 

 

科普場館參觀——辰山植物園 

我們與來自西藏的同學碰杯! 他們

唱著民族歌，很有氣氛呢! 

我們一同五十名香港的中學生，一同參加同濟

大學的分營活動。另外，還有幾百名的香港中

學生，被分配到其他大學進行交流。 



7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早餐后早餐后早餐后早餐后，，，，我們就要去同濟大學我們就要去同濟大學我們就要去同濟大學我們就要去同濟大學，，，，參加他們舉辦的分營開幕式參加他們舉辦的分營開幕式參加他們舉辦的分營開幕式參加他們舉辦的分營開幕式，，，，地點是逸夫樓一樓報告廳地點是逸夫樓一樓報告廳地點是逸夫樓一樓報告廳地點是逸夫樓一樓報告廳。。。。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聽了一天講座聽了一天講座聽了一天講座聽了一天講座，，，，兩個名師講堂兩個名師講堂兩個名師講堂兩個名師講堂（（（（康九紅教授和趙生捷教授康九紅教授和趙生捷教授康九紅教授和趙生捷教授康九紅教授和趙生捷教授），），），），一個大學生報告會一個大學生報告會一個大學生報告會一個大學生報告會。。。。 

 

 

 

 

 

7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今天我們兵分兩路今天我們兵分兩路今天我們兵分兩路今天我們兵分兩路，，，，一邊是去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學習地球科學一邊是去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學習地球科學一邊是去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學習地球科學一邊是去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學習地球科學，，，，另一邊是去創意設計另一邊是去創意設計另一邊是去創意設計另一邊是去創意設計。。。。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還有科普影片觀摩還有科普影片觀摩還有科普影片觀摩還有科普影片觀摩————————瘋狂原始人瘋狂原始人瘋狂原始人瘋狂原始人。。。。 

<地球科學地球科學地球科學地球科學> 

這些是我們在報告廳照的相片，不錯吧！ 



     

（我們在學院的相片）  

(我們與來自台灣﹑上海﹑哈爾濱等不同省份的同學一起學習)

（陳秀娟同學還接受了採訪呢！） 

 



(一起學習尋找海資源需要面對的困難)  

 

正在講解海底有多大壓力  

究竟海洋是怎樣出現呢?  

(蚊龍號潛水艇) 



<創意設計創意設計創意設計創意設計> 

 

一起上課!!  

7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第五天了第五天了第五天了第五天了。。。。我們有兩個探索型課題研究我們有兩個探索型課題研究我們有兩個探索型課題研究我們有兩個探索型課題研究。。。。地球空間課中地球空間課中地球空間課中地球空間課中，，，，有一個印象特別深有一個印象特別深有一個印象特別深有一個印象特別深，，，，就是它反駁了二氧化碳是就是它反駁了二氧化碳是就是它反駁了二氧化碳是就是它反駁了二氧化碳是

溫室效應的主要原因溫室效應的主要原因溫室效應的主要原因溫室效應的主要原因。。。。而創意設計而創意設計而創意設計而創意設計，，，，今天有一個自製筆記簿的時間今天有一個自製筆記簿的時間今天有一個自製筆記簿的時間今天有一個自製筆記簿的時間，，，，真高興真高興真高興真高興!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還有一個聯歡晚會還有一個聯歡晚會還有一個聯歡晚會還有一個聯歡晚會，，，，節目真精節目真精節目真精節目真精

彩彩彩彩! 

<地球空間> 

 

一向以來，我們相信二氧化碳的增加是導致全球暖化的主因。今天這套片，給我們有另一些證據…又

就兇手可能是太陽黑粒子…看片看我們討論熱烈，但只少也讓我們反思到: 科學未必是真理。 

 



 

 

觀察探測儀如何把海床的土壤作金屬含量分析 

  

 

 

 

<創意設計> 

我們在郊外學習如何用磁場探測器。 

教授向我們分享他多次到訪南極的研究心得 

參觀實驗室 



  

江富楷同學接受訪問，分享這幾了的學習經驗         我們參觀 ANGRY BIRD 的主題公園 

 

 

自製筆記簿 

參觀藝術坊 



 

7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第六天了第六天了第六天了第六天了，，，，倒數第二天倒數第二天倒數第二天倒數第二天。。。。自從聯歡晚會后自從聯歡晚會后自從聯歡晚會后自從聯歡晚會后，，，，彼此間的關係加深了彼此間的關係加深了彼此間的關係加深了彼此間的關係加深了，，，，可又要面臨離別了可又要面臨離別了可又要面臨離別了可又要面臨離別了，，，，難免有點不舍難免有點不舍難免有點不舍難免有點不舍。。。。

上午我們一同去了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上午我們一同去了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上午我們一同去了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上午我們一同去了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及經過外灘及經過外灘及經過外灘及經過外灘。。。。下午就是科學營閉營式下午就是科學營閉營式下午就是科學營閉營式下午就是科學營閉營式，，，，難離難捨的還是晚上的分營告別儀難離難捨的還是晚上的分營告別儀難離難捨的還是晚上的分營告別儀難離難捨的還是晚上的分營告別儀

式式式式，，，，大家都爭鋒的照相大家都爭鋒的照相大家都爭鋒的照相大家都爭鋒的照相。。。。 

  

    

晚上，聯歡晚會，各隊也有不同的表

演，有的表演民族舞﹑有的合唱﹑有

的做畫劇。我們表演了一個小品，名

為< I Love Shanghai> 

參觀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 



  

  

(科學營閉營式科學營閉營式科學營閉營式科學營閉營式) 

  

來自香港的同學合照來自香港的同學合照來自香港的同學合照來自香港的同學合照! 



  

                                                      與上海志願者與上海志願者與上海志願者與上海志願者，，，，及香港小組導師一同合照及香港小組導師一同合照及香港小組導師一同合照及香港小組導師一同合照! 

7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第七天了第七天了第七天了第七天了，，，，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回想時回想時回想時回想時，，，，還真希望時間能夠停留還真希望時間能夠停留還真希望時間能夠停留還真希望時間能夠停留……………………上午上午上午上午，，，，我們香港團去參觀了上海的豫園我們香港團去參觀了上海的豫園我們香港團去參觀了上海的豫園我們香港團去參觀了上海的豫園，，，，

在那還買了不少上海特色產品在那還買了不少上海特色產品在那還買了不少上海特色產品在那還買了不少上海特色產品。。。。下午就在外灘呆了一小段時間下午就在外灘呆了一小段時間下午就在外灘呆了一小段時間下午就在外灘呆了一小段時間，，，，照了不少的相片照了不少的相片照了不少的相片照了不少的相片。。。。之後就去機場等候了之後就去機場等候了之後就去機場等候了之後就去機場等候了。。。。 

  
 

上海的豫園上海的豫園上海的豫園上海的豫園 

參觀了上海的豫園參觀了上海的豫園參觀了上海的豫園參觀了上海的豫園，，，，在那還買了不少上海特色產品在那還買了不少上海特色產品在那還買了不少上海特色產品在那還買了不少上海特色產品。。。。 

  

一行十一人在上海一行十一人在上海一行十一人在上海一行十一人在上海外灘外灘外灘外灘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 

 

回程了…. 

 

文字: S.3C 陳秀娟同學 

相片: 黄佩珮老師 

 

 

 

十位十位十位十位來自東華三院黄鳳翎中學來自東華三院黄鳳翎中學來自東華三院黄鳳翎中學來自東華三院黄鳳翎中學中三升中四的學生中三升中四的學生中三升中四的學生中三升中四的學生，，，，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2013 2013 2013 2013 高校科學營高校科學營高校科學營高校科學營------------同濟大學分營活動的後感同濟大學分營活動的後感同濟大學分營活動的後感同濟大學分營活動的後感    

    

1. 1. 1. 1. 陳秀娟的感受陳秀娟的感受陳秀娟的感受陳秀娟的感受    

時間荏苒，七天很快就過去了。回想時，還真有點不舍，可天下無不散之筵席，真希望之後還能相見。

在這次旅行途中，得到了不少的啟發，雖學識卻不多，反倒提供了不少自我展示的舞臺。 

 

還記得剛下飛機時，我一直在憧憬著這七天的生活，可在機場等的這些時刻，我還真的是有點後悔，

太浪費時間了，想必這七天也不過如此。但接下去的日子，改變我的看法，不僅僅是居住環境好---

錦江白玉蘭賓館，重點是改變了我錯誤的價值觀及節下了一段友誼。 

 

之前我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裏，較少主動地和別人溝通及維持感情，還有，有時說話不看場合，更別

說是感情深厚。我以為我一個人就好了，怕老是會麻煩到別人， 就寧願自己一個。但這幾天中，我

和一個與我形影不離的朋友吵架，雖說平日都經常吵鬧，但這次因兩人互不相讓，所以僵持較久（因

為我們是宿友，面對面的時間 較長）。但之後我們都和解了，都借此機會表達了對對方的不滿。在與

黃佩佩老師傾談此事中，我才慢慢的領悟到原來朋友也挺重要的。不僅如次，黃佩佩老師也指 出了

我在社交方面需要加強，還建議了一些方法，讓我去琢磨及領悟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這是我之前從未

想過的問題，看來我現在要開始嘗試如何與人交流及要提高 自己的社交能力。 

 

我很高興可以在這幾天中，能結識到一班來自臺灣的同學。與他們交談中，我知道了臺灣的教育制度

及他們的一些趣事，從中我覺得他們的人品不錯，是正人君子。 在最後的一個晚上他們來我們宿舍

找我們閒聊，那話語連綿不絕。我們還互寫了 QQ 帳號和 Facebook名稱，保持之間的聯繫。 

 

還有就是，可以與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相聚在一起學科學，為了自己的理想，共同努力。在第五天的

晚上，我們有一個營員之夜聯歡晚會。在這裏聚集了各省的同 學，一同享受這時刻。我感受到小數



民族的熱情奔放，臺灣人的友好幽默。說真的，在觀眾台觀看的我，還挺自卑的，技不如人。唱歌走

調，跳舞變扭，小品會咬口 舌。刹那間，感到自己好沒用啊，只會滿足於現狀，不會去進取。然而，

在這次的活動中，讓我從中反醒了，悔過不覺遲，希望自己也能像他們一樣，把握每一個機 會及好

好的儲備自己。 

 

總的來說，我挺高興可以參加這次的科學營，對我的啟發還蠻大的，雖學的知識不多，但起碼我有收

穫。這個科學營，我並沒有白來！！！ 

 

挺高興這幾天有黃佩佩老師的陪伴，解決了不少突如其來的事情，還有就是，糾正了我的錯失，我會

慢慢的改善我的性格的，儘量少板著臉。在這裏，我想向黃佩佩老師說：「您辛苦了，感謝您對我的

包容！」 

 

2. 江富楷的感受江富楷的感受江富楷的感受江富楷的感受 

人生中總會有不同的機遇，讓我們去完成一些事，那些事總會令人興奮、激動，可是，却只有那麼一次，又如煙火

盛放，流星劃過。。。。。。  

 

  “媽，我暑假可以去上海遊學了！”我興奮地聯想著有趣的活動。“那就去吖，多好的一次機會，別浪費喔！”媽媽回

答說。 

 

  飛機不捨地飛越中國大陸，望著香港離我愈來愈遠，抵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我看著剛剛在飛機上照的無數張合

照，看著每個人的歡樂與激動。 

  聽說我們要住宿舍呢，不是吧，我很久都沒住過了啊！！！很多人都擔心著。一下車，老師帶我們進了一家賓館，

我們還沒反應過來呢，一問才 

  明了個白，原來到同濟大學的香港遊學生都被分配到住大學隔壁的錦江白玉蘭賓館！實在太好了。而且我和我的

好朋友昌哥同一間房，激動得抱 

  在了一起。 

  第一天就這麼激動地過了，不知在香港的家人怎樣了呢？ 

 
   

  第二天起得好早吖，打開房門，一隻隻“大熊貓”背著背囊去等電梯，我穿著短褲，才得知要去辰山植物園，看來

又要長滿蚊子叮的包了。太陽傘、 

  太陽眼鏡、太陽油、、、女生們全副武裝的。我還借了她們一點防禦防禦。我們終於到達植物園，我差點就吐了，

以為沿途的路都崎嶇的很哪！ 

  政府應該著力改善改善才行。進去后才發現，原來上海這種大城市，也有一個山清水秀的地兒，走過了獨木橋，

穿過了山洞，上過了階梯，雖然 



  很辛苦，但都是值得的，在香港，沒有那麼新鮮的空氣，也沒有那麼清涼的泉水。有機會一定要到大自然住幾個

月！ 

  第二天就這麼值得地過了，不知同學們是不是也這樣想的呢？  

 
  “同濟大學分營的開營儀式開始了，請同學們回到各自的座位上。”還記得主持人是這麼說的。邀請了主辦人上臺

宣佈開營后，是每個省份，自治 

  區委派代表上臺作介紹，讓我們對他們的家鄉更多的瞭解，然後方便建立友誼。大會還邀請了同濟大學的生物教

授為我們上了一堂生物課呢，雖 

  然有些聽不太明白，但也收穫了很多有關生物的課外知識，而且令我更加嚮往大學的的生活了！ 

  第三天就這麼滿足地過了，不知我以後能否再次體會那種滋味呢？  

 

  同濟大學中芬中心？這是神馬玩意兒？那裏面都是極具創意的東東，一面墻，一張桌子，一本薄子......甚至一支

筆，都運用了天馬行空的聯想， 

  然後我們收聽了關於中芬中心的一個講座和一段視頻，原來同濟大學中芬中心是上海同濟大學和芬蘭的大學聯合

創立的，爲了兩地的交流，而 

  且上年還去了韓國，進去了三星和 LG 的總部，讓學生們吸收更多的靈感與經驗。我真的很羡慕他們吖！ 

  第四天就這麼眼紅地過了，不知你們有沒有羡慕妒忌恨他們呢？ 

  
 

  今天晚上就是營員之夜了，每組同學都要上臺表演一個節目，我們不知什麽叫節目，更不知該咋辦。後來決定了

改編《I HONGKONG》這首 



  歌，把 HONGKONG 改為 SHANGHAI，在前面還插一段《上海灘》這種經典的歌曲，而且還要我唱，站在臺上

還沒開始的時候，我們焦急得心 

  都快要蹦出來了，後來馬馬虎虎地完成了這個兩分四十七秒的表演，還好同學們都很熱情，給予我們掌聲。爲什

麽營員之夜不設在剛來的那天？ 

  那樣我們就更能互相認識，交朋友了。最後，全場人都 high 了起來，揮舞著手機的 LED 燈，一起唱著歌。回到

酒店，我們還余興未了呢！ 

  第五天就這麼興奮地過了，不知我們的節目有沒有引起你們的好感呢？  

 

  最後一天在大學了，也許有人看得很開，該走了就走吧，也許有人已經抽不開，晚上躲在被窩里哭。我的感覺，

這一切顯然還不夠，還沒與全部 

  人相識，還沒一起去玩，一起去嗨。擔心著，擔心明天的離去會帶來遺忘，帶來心傷。 

  第六天就這麼不捨地過了，用強笑掩飾自己的傷心。  

 

  今天團長請了導遊帶領我們遊覽上海，先到了與香港維多利亞港極其相似的上海外灘，我與照了不少相片，以為

這行旅途留下最終的留念。然後 

  去了上海著名的購物聖地——城隍廟。我為家人買了地道的香水、雪花膏，和好吃的零食，希望他們喜歡。對了，

我還寄了明信片，這是我的第 

  一次呢，可著寫字好難看啊，他們千萬別見笑喔。我們走在南京路上，在那裡吃了在上海的最後一餐飯，等待著

團長宣佈集合。到了機場，我們 

  準備離開，手拿著各自的機票，與相識的朋友照了張相，相片里看得出彼此的微笑。 

  第七天，就這麼笑著過了，我清楚每個人都一樣。  

 

這是我 DIY 的漂亮本子，還不錯吧！ 



 
 

她是我們組的帶隊老師，她善良，她熱心。她為我們帶來歡笑，與美好的回憶。 

 

 

3. 林桐桐的感受林桐桐的感受林桐桐的感受林桐桐的感受 

回想起，7 月 13 號踏上飛機的一瞬間仿佛就在昨天。但現在已經回不到當時的時光，學過的東西遇

到的人開心的回憶上過的講座都歷歷在目。  

到了上海浦東機場我們 11 個同學和老師來到了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環境展開了大學的旅程。 

第一天的開幕式，喧鬧起了我們不同地區的兄弟姐妹。接下來的生活就是我們地球空間的選擇，海洋

館內介紹了洋的形成，洋是由地下的岩漿形成洋中脊再由雨水令岩漿凝固長年累月的洋就形成了。同

濟大學的海洋館教授乘上了他們製作的蛟龍號潛水艇下潛了 7000多米的海洋下，別人說向外太空發

展，但本身海洋下還有許多人未發現的神秘領域。 

教授們的講座個人比較喜歡溫度上升的課題，現在多數人認為溫度上升是由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所影

響，但有其他科學家認為是由太陽黑子的活躍情況而上升，根據科學家的調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

的二氧化碳有大量排放的狀況而到時的溫度卻持續下降，反倒是太陽黑子不活躍了而溫度卻下降的說

法。還有就是調查了近況 800年左右的氣候很和太陽黑子活不活躍而溫度上升或下降的走向向是一樣

的，這令我支持了太陽黑子的論點。 

經過了許多天的生活令我充分理解了地球大概的空間物質，來到了同濟大學是令我受益匪淺。  

    



4. 4. 4. 4. 杜韻婷的感受杜韻婷的感受杜韻婷的感受杜韻婷的感受    

在上海的生活的六天中，我體驗了許多人和事，上過未曾上過的課，學到不少知識。在沒有家人的照

顧下，驅使我去獨立，我必須每天人手洗自己的衣服，自己自動 自覺起床。上海的天氣非常炎熱，

我們身穿團服及長褲，捱著織熱的陽光步行到大學，當中，三餐也要於沒有空調的飯堂進餐，那兒的

食物沒有香港的健康及衛生， 油膩的食物多的是，就這樣我們便汗流浹背地進行我們的飯餐。起初

是不習慣的，因為在香港都是在舒適的環境進餐，這令我親身體驗了在惡劣的環境生活。除此之外，

在上海最讓我認為像上課的日子的是與同學一起冒著遲到的險奔跑到大學上課。 

畢竟我不是生於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地方，所以我普通話的能力也普通，在大學教授授課時，我每聽到

一句話便要分解幾秒，最後更跟不上授課內容，這是最令我感到自卑的，但當我聽得多後，我的普通

話能力也轉好，當收到別人的稱讚時才多了幾分信心。 

在上海的人和事，我認為快樂的，雖然當中有同學受傷，生病，吵架，在人際方面收獲很多，同學，

甚至老師也不離不棄，團結精神是值得加許的。 

總括而言，這次上海旅程令我獲益良多，充分感受到身處香港的我是多麼幸福，普通話及科學知識大

增，這次的經驗是千金也買不到的，上海，帶給我難忘的回憶，難忘的那些年！    

    

5.5.5.5.    周鎧琪的感受周鎧琪的感受周鎧琪的感受周鎧琪的感受    

在這七天的上海之旅,有開心的總有些是不愉快的。出發的早上一心想到異地體驗和學習更多知識,增

廣見聞。 

當然很榮幸是學校能讓我參與這一次活動,記得到達了目的地時,我看見來自不同民族的同學們,普通

話一般的我,也嘗試和他們溝通,努力聆聽他們的說話,開心的是不知不覺間普通話也進步不少。 

同 濟大學的安排相當好,我們也相當幸運能住在大學付近的酒店,這是到達後最難忘的！在同濟大學

學習的日子裡,留下了深刻印象,對藝術知識淺薄的我,藝術不就 只是畫畫和攝影嗎?學習範圍窄小的

一科。原來不是的,當地教師介紹了不少剛進大學的同學作品,有剪紙、琉璃、設計建築物等....是相當

多元化。 

在 這七天要和同學們早、午、晚一起相處,自然會看見大家的行為和缺点,我知道這過程是很難避免的！

在第五天時便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我同另一位女同學開始發現 大家的缺点,我做錯的是,一直啞忍,到了

最後才忍不住直接傷害了那位同學,在這事件中,我認識了一位社工,她安慰我很多,她和我們從不認識

到了有相當深的 感情,我們也感謝她。另外還有一個人,我沒想過會和她的感情增加,她也給了我不少

力量和信心,那位就是黃佩珮老師。 

這次旅程對我來說像是想了一場多感受得夢,七天的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太多人太多事從身邊經過,認

識到不同的人,我明白是一種緣分,不知道能否再見面,或者再沒機會,但是我會銘記在心。    

    

6. 6. 6. 6. 黄玉婷的感受黄玉婷的感受黄玉婷的感受黄玉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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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7. 7. 李嘉琪的感受李嘉琪的感受李嘉琪的感受李嘉琪的感受    

有人說過，快樂的時光總會過得很快。我很贊同，因為在短短的一星期裏，我們發生了很多事情，有

讓人開心得哈哈大笑的，也有讓人哭得撕心裂肺的。在這段時間裏，我們每個人都仿佛成長了許多，

好像邁進了人生的另外一 個階段，開展一個新的旅程。相信這個旅程會讓我們很難忘。 

其中有一天，我們被安排了去做 DIY 一個筆記本。在做的過程中，我們雖然是有那麼一點辛苦。因

為這畢竟是我們的第一次嘛！期間，我們和老闆聊了一會，原來 老闆是同濟大學的舊生，他跟我們

說了很多他自己的故事，他告訴我們，在設計的工作上。人就要夠創新，夠大膽獨到，這樣你的作品

才會別有一番風味，才會與眾 不同，別具一格。  

 

能製造出獨一無二的作品。就在這時，我發現無論是在工作上還是人生上，我們就是要無所畏懼，大

膽去做，並且要跳出常規的框框，這樣你才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和效果。 

     在這一次活動裏面，我們不僅獻出了自己的第一次，還領略一些到人生的道理。這也算是我們的意

外收獲吧！  

     很感謝這次有機會來到上海科學營。在這次學習的旅程裏，我們不僅是學到了一些書本上的知識，

我們還嘗試過實踐………我不會忘記這次的旅程，因為它太深刻了。我將永世不能忘懷…… 

 

 

 

8. 8. 8. 8. 顧嘉儀的感受顧嘉儀的感受顧嘉儀的感受顧嘉儀的感受    

雲集各地精英，在上海相聚，就是今天 7 月 13 日。上機前一日，不斷反覆思想，我是否一隻井底之

蛙?我是否有這樣的資格與別校比拼？但我相信這次活動可以掌握和別人的相處技巧，加深同學和朋

友之間既應識，帶給我們珍貴的回憶。 

第 二天，早上吃過早餐後便乘車，出席開幕禮，表演十分精彩，看得我目不轉睛，然後各科教授講

述學科大約的內容，用了生動有趣的方式教學，例子具幽默感，大大 提高我對科學的興趣。下午去



行山，陽光普照，令到我們出了一身汗水，當我們進入洞穴後感受到自然風的涼快，而且又有甲骨文，

能讓我見識到這麼多自然的景 像，真的很感謝大會和學校給予這次的機會。 

第三天，開始慢慢適應這裏的環境，習慣飯堂的食物。今天要聽三場講座，平均每個進行二個小時，

我覺得太過沉悶，或許是我學歷不夠深，聽得不明白。 

第四天，我所選的科目是創意設計，今天參觀獨特的教學樓，令我感到時代不斷進步一直創新。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學校的一個比賽，用木頭去拼成一條可以承受一個人通過的橋，雖然通過時不穩，

但也可以安全通過，令我感到佩服。 

第五天，發生一件令人傷感的事，有一位同學頭部受傷，幸好沒有大礙，但我們都為她擔心，miss wong

更為我們祈禱保佑我們接下來的旅程安全快樂。中午至下午時，安排我們發揮創意，手製一本薄，是

我最感到其代的活動，因為可以活動，不會像聽講座一樣沉悶。 

今次活動令我明白，就學歷不足，只要吸取更多知識，終有一日能與別校較量。    

    

    

9. 9. 9. 9. 李考昌的感受李考昌的感受李考昌的感受李考昌的感受    

這次暑假，我們 10 位團員包括帶隊老師黃佩珮和香港其他學校的同學一同來到上海青少年高校科學營-同濟大學分

營。  

  很高興也很榮幸學校能提供機會讓我們參加這次活動，7 天的高校生活眨一眼就過去了。回想一開始的時候對一

切都十分好奇，在腦海裏幻想著。而當我們來到上海後，我們做好心理準備吃高校住高校，但事實往往不是這樣，

我們住上了賓館，吃著豪華自助早餐。我們十分感謝大會給與給予我們這麼好的環境，也能讓我們專心學習。 

  在這次科學營裏有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讓我們結交不同的朋友，討論不同的話題，和台灣的朋友我們無所不談，

從遊戲到升學到以後出路等···我們成了好友不時打鬧成一片。在地球空間授課時，我們對一部紀錄片產生了共同話

題，是關於我們地球溫室效應的不同看法，在影片裏提供了很多論點和論據證明全球增溫和人類活動沒有太大關聯，

是和太陽黑子海底的冰芯等有關係，雖然只是一部影片但是卻讓我們產生了極大興趣去討論去研究。 

  在入營的第 5 天我們舉行了表演活動，是每間學校都要參與的，我們絞盡腦汁終於決定上演小品《WE LIKE 

SHANGHAI》想知道劇情詳情的請聯繫我們，在這次表演十分考驗我們的膽量，得知到我們學校上場時，我們昂首

闊步，望著天邊的太陽，把觀眾化為小鳥，辛辛苦苦的把表演完成了下去。然而看到台灣同學的表演真是自愧不如

啊，他們完全卟會卻場帶領全場氣氛，真讓我佩服的五體投地，而這晚的活動是我覺得最精彩的。 

  在這 7 天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了，這也考驗着我們，總而言之在這個科學營裏我們學習到了很多，也經歷了很多，

這一切的一切都將會成為我們成長的墊腳石，也是我們寶貴的回憶。   

    

    

10. 10. 10. 10. 關博阳的感受關博阳的感受關博阳的感受關博阳的感受    

忘不了我們一起去知識的海洋遠航；忘不了我們一起去智慧的寶庫探訪那段刻骨銘心的日子，我們曾

一起穿過同一件營服參加開營式，曾一起瘋瘋癲癲有 說有笑地走在同一條路上，曾一起計劃著如何

在營員之夜聯歡晚會上討觀眾的歡笑以及掌聲，曾一起在驕陽似火的環境下去辰山參觀植物園，每次

講座開始前我們都 曾對講座的內容抱著好奇的心態，畢竟那是講者花了不少時間準備的啊，我們曾

一路走過，如今都忘了這路上的辛酸，但，永遠忘不了這一路上陪我們一起渡過的縱 多笑臉，縱多

無法忘懷的身影，這些都成了我腦海裡永久的記憶 

… … 

，而我，瞬間聯想到我們去上海高校科學營的日子，也不過僅僅是七天，在這七天裏我又做到了什麽？ 

當有一天你走出人生的迷茫，在夕陽下回首，你身後那串在科學營裡留下的記憶，便構成了你生命年

輪中極珍貴的一瞥，時刻回想起來都會令自己無限感動和無限欣慰，銘刻心中揮之不去。 



 

 

在七天當中我學會了很多的儀器，這裏的志願者隊我們都很好。每天都有不同的東西參觀去學習。 

 

最讓我深刻的是去植物園，讓我看到了許多未看到過的植物。還有教授從北極回來的講座，讓我瞭解

到北極生物的習俗還有他們的生活。 

 

 

 

 

 

 

 

 

 

 

 

 

 

 

 

 


